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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的寻找
™: 

如何在变化的世界里有归属感

家对我来说是. . .
一个这样的地 . . .

•	 我有自己的地位	
•	 每人都为家做贡献
•	 家人们感谢我的付出
•	安全而惬意
•	点滴的交流中都透着尊重
•	 家人关系和谐
•	 尊敬老人
•	小辈们被关爱
•	 打麻将 

一个家应该是. . .
•	 家庭成员间相互尊重	
•	 孙辈和儿女们对我微笑
•	 美食和和谐的关系
•	安全良好的社区中心及活动
•	 服务购物方便
•	 美丽的风景：
好山好水，空气好

•	 热心友善的人
•	 和我的子女和孙辈们在一起	
•	 此次举办的寻找家的活动
•	中文报纸
•	一起聊天，交流感情

“家是一个有我地位的地方，
而且家人们会感谢我的付出.” 

---	一名此次对话活动的参与者

Kitsilano Neighbourhood House
Mandarin Speaking Grandparents

为何要有一个家
2009年10月1日

好的价值创造一个家. . .
•	宽容和安全
•	 尊重和尊严
•	 热情和礼貌
•	友善与和谐

什么会破坏一个家. . .
•	 没有生机
•	 没有感恩之心
•	 购物不便
•	与孙辈相处不融洽
•	 孙辈不听话或不尊重爷爷奶奶
•	不懂英语
•	不理解孙辈
•	 孤独感
•	 签证使馆工作人员态度不好
•	 签证申请困难
“因为我不会讲英语，
	所以很怕外出时走丢害.”

有归属感的好处. . .
•	 安全舒适
•	 没有负担
•	身体健康，幸福
•	 感觉温暖

缺乏归属感的后果. . .
•	不开心
•	不想在家里久呆
•	 想回国
•	 家庭成员关系紧张

 给我们的话 ...

我们考虑最多的2个方面.	.	.
•	 相互理解营造和谐
•	 如何在加拿大营造家的感觉

“我们对于家的概念在变化中，我们不
是家的主人，我们是来帮助子女培养好
下一代的.”

---	一名此次活动的参与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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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互理解的几点建议成年 
子女和孙子孙女们可以. . .
•	当我煮了可口饭菜的时候，给我	
一个拥抱；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，	
而且感谢我

•	 考虑我的建议，我们毕竟有多年的	
生活经验；尊重家中长辈

•	为我煮准备洗澡水
•	乐于帮助我，而且感谢我为这个家	
作出的贡献

我们祖父母可以…
•	 调整我们的心态
•	 理解我们的子女因为生活在	
不同文化中而发生的改变

•	不要期望太多回报，并且要多站	
在子女的角度想想

每个人都可以…
•	 谅解和宽容；找到实际的解	
决办法，忍让和拥抱彼此

•	 换位思考和多替对方想想
•	 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（多想想好	
的地方，不要总盯着有矛盾的方面）

•	当感觉到难堪的时候，问问对方	
到底是什么想法？	

•	讨论和分享自己的想法
•	不要总是去想不开心的事情
•	尽量不要引起矛盾
•	 每个人热情相待
•	 坚持沟通，直到我们了解彼此	
的想法

“相互理解意味着我们可以依靠				
	彼此，而且有一个亲密的关系”

我们为自己的孩子而骄傲，
因为. . .
•	 我的儿子在工作岗位很出色
•	 我的孙女每年都拿奖学金
•	 他们很爱学习
•	 他们生活得很好

我们的子女还有孙辈感激 
我们，表现在. . .
•	 我的儿子每周都带我去不同的地
方逛逛

•	 我的子女给我买了一个电视，	
还借了DVD

•	 我的孙子拥抱我，说饭菜很好吃
•	 我的女儿很体贴

我们为了子女和孙辈们暂 
时放弃了. . .
•	 我们的家和我们的故土
•	 跳舞和其他活动
•	在中国我们有多年好友还有	
社交圈

•	 买东西的时候可以讲中文
•	 买调料品的便利
•	主人的地位

我们可以为这个家作出 
的贡献. . .
•	 打扫卫生，煮饭
•	 照顾孙子孙女

Kitsilano Neighbourhood House
Mandarin Speaking Grandparents

理解彼此
2009年10月15日

误会产生于. . .
•	文化差异
•	几代人的代沟
•	对待事情的侧重点不同
•	 我们在家里的地位变化

关爱我们自己的几点做法. . .
•	 出去走走
•	在大自然中，还有去森林里
•	 到社区中心逛逛

“我们为自己的孩子们感到骄傲。
他们来到了一个新国家，努力	
工作，而且有一个好工作.” 

--- 一名普通话祖父母对话的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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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看到孙女游泳让我自己也觉得
年轻.”

--- 对话活动的参与者

家的寻找
™: 

如何在变化的世界里有归属感
Kitsilano Neighbourhood House
Mandarin Speaking Grandparents

在加拿大建家
2009年10月29日

“我觉得自己来到这里照顾	
	孙辈，是为加拿大在做贡献.”
和我的孩子们住在一起
我们这样来创造家的感觉. . .

•	 把孩子当成自己的朋友
•	 去弹钢琴或者打乒乓球
•	 我和孙女练习中国功夫或	
者打太极

•	 我在笔记本电脑上看电影
•	 我把房间收拾得整齐简单

和邻居在一起 
我们这样来创造家的感觉. . .

•	 我去邻居家串门，聊天
•	 我和中国朋友去教堂
•	 到社区中心和朋友交流
•	 我带孙女去上游泳课或者	
舞蹈课

“最让我们觉得像在自己家的	
	娱乐就是打麻将.”

社区中心是一个这样的 
地方，它可以. . .
•	认识新朋友，玩得开心的地方
•	 参加很好的“亲子乐	
（parents	&	tots）”活动
•	可以读到当地中文报纸，	
见到很多中国父母和孩子

在温哥华 
我们觉得像在家一样， 
当我们去. . .

•	 逛中国城的时候
•	 逛大统华（T&T）的时候，	
那里每个人都讲中文	

什么事情让人觉得不像家
•	 语言不通以及文化差异
•	饮食和娱乐方式不同

我们希望有一个
•	可以打麻将，扑克的地方
•	 举办一些舞会或者迪斯科	
之类的活动	

•	更多的说中文的地方，还有更	
多中文广告的地方，购物方便

•	可以方便的买到中国调料
•	 ESL对话课程

加拿大人可以这样让我们 
觉得有家的感觉…

•	 微笑，热心与我们亲近
•	礼貌，和我们交心聊天
•	在我们为他们开门的时候	
说谢谢

我们想邀请当地的老人 
们一起…

•	 分享每日生活的经验，	
怎么解决问题

•	相互学最喜欢玩的游戏	

给新来人的一些建议.	.	.
•	 学一些基本的英语，像“你好”，	
“谢谢”和“早上好”
•	 出外走走，多拍拍风景照或者和	
朋友合影

•	多去社区中心或者舍邻之家玩

“我们希望自己的孙辈有个美好的未来.” 
--- 对话活动参与


